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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 3月 16日 

【公司简介】 

北京爱乐祺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爱乐祺”）于 2011 年成立。

公司属婴幼儿早期教育培训服务行业，专为 0-6 岁婴幼儿提供学龄前教育培训服

务，开展了入园缓适课程、水中早教、育动乐系列、舞蹈课、跆拳道等培训课程。

截至 2017年上半年，公司已有 7家直营早教中心，其中北京 3家、福建 4家；

在建幼儿园 2所，均位于福建省莆田市。 

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13 日挂牌新三板，集合竞价方式交易。截至 2017 年 10

月 19 日，公司总股本 2627 万股，其中 1267 万股为流通股，均在新三板交易。 

图表 1：爱乐祺部分课程介绍 

公司早教课程 课程名称 介绍 

入园缓适课程 

入园缓适课 A班 

招生对象主要为 18-24个月的婴幼儿和家长，为

半日陪同班，即一名家长与婴幼儿共同上课。通

过课程，让家长了解如何科学的养育婴幼儿，教

师将专业的教育理念，转换为简单易懂的教学游

戏进行教育教学活动，家长随同教师学习，婴幼

儿则模仿家长完成课程。 

入园缓适课 B班 

招生对象主要为 20-36个月的婴幼儿，为半日独

立班，培养婴幼儿独立、自主、良好的生活习

惯，如：吃饭、喝水、睡觉、如厕、洗漱、穿脱

衣、表达自己的意愿等。 

入园缓适课 C班 

招生对象主要为 20-36个月、24-48个月的婴幼

儿，为全日制独立班，让婴幼儿在情感上接受伙

伴、体验共享与分享的氛围，培养婴幼儿良好的

生活习惯，为顺利入园打下良好的基础。 

水中早教 

水中早期教育是针对 0-4岁婴幼儿的一项全身性

“主动运动”。将婴幼儿的运动拓展和思维拓展

有机结合到水中，以水的浮力、阻力、压力，水

的不稳定性和水的温度为基本条件，利用水的自

然属性和人对自然属性的调整促进婴幼儿身体素

质的提高。 

育动乐系列 
母婴乐 

（4-6个月） 

让婴幼儿和妈妈一起参加亲子瑜伽、相识礼仪、

说唱童谣、摇摆音乐等活动，促进亲子感情的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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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，让妈妈和孩子一同体验到放松、舒适的学习

及交流氛围。 

果蔬乐 

（6-9个月） 

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十二种水果蔬菜实物的

学习感知，促进各种感官的全面发展。在此基础

上的亲子游戏互动教学，在婴幼儿有目的性的动

作形成关键期，促进婴幼儿自我意识的觉醒，为

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。 

其他 

舞蹈课 

舞蹈教学主要招收 2岁以上儿童，采取游戏式教

学方式，音乐节奏和身体控制教学与舞蹈结合，

通过成品律动与舞蹈表演，让儿童具备舞蹈家的

良好气质。 

跆拳道 

跆拳道是针对 2岁以上儿童开设的特色课程，简

单易学，可以强身健体，提高柔韧性，更主要的

是可以学习到一些礼仪方面的知识。 
 

资料来源：公司公告、新三板智库 

 

【公司亮点】 

单店深度经营战略，高坪效提升公司利润率。传统早教机构的课程设置多数

以课时包的形式出现，家长带领孩子去早教中心学习 40-50 分钟便离开。受家长

时间安排影响较大，工作日早教机构学员数量较少，而周末相对较多，造成场地

利用率不高。爱乐祺采用“亲子+全托+高端幼儿教育”的模式，将周一至周日、

早上 8:30 到晚上 19:30 的时间全部有效利用起来，工作日安排入园缓适课程，周

末安排水中早教、育动乐系列、舞蹈课、跆拳道等各类培训课程。通过深度经营

提升单店坪效，爱乐祺获得了高于同行业的利润率水平，2016 年公司毛利率

58.71%，净利率 29.44%。 

与高校深度合作，提升课程研发能力和幼师培训机制。公司于 2016 年 1 月

与石家庄学院签署校企合作协议，此次合作的范围包括在课程开发、师资培养、

资源共享等多方面的长期深度合作。石家庄学院前身是成立于 1958 年的“石家

庄师范专科学校”， 有着丰富的师范教育经验，学前教育专业也在同类院校中的

佼佼者，位列河北省首批转型高校的名单中。由于学前教育行业幼师缺口较大，

与师范类高校合作能保证公司具有良好的幼师供给渠道与培训机制。同时，师范

类高校也能提升公司的早教课程研发能力，提升公司的行业市场竞争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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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机构持股】 

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前十大股东明细如下： 

    图表 2：截至 2017 年 6月 30日爱乐祺前十大股东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

陈靖 个人 9,000,000 34.26% 

陈章德 个人 6,550,000 24.94% 

张锦如 个人 5,400,000 20.55% 

北京远旭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

限公司 
投资公司 2,666,700 10.15% 

李春艳 个人 816,000 3.10% 

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613,000 2.33% 

于会荣 个人 500,000 1.90% 

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156,000 0.59% 

肖井华 个人 123,000 0.47% 

王锋 个人 100,000 0.38% 

合计  25,924,700 98.67% 
 

资料来源：公司公告、新三板智库 

 

【主板相关概念股】 

红黄蓝（NYSE：RYB）：红黄蓝教育成立于 1998 年，目前红黄蓝遍布中国 300

多个城市，拥有 1300 多家亲子园和近 500 家高品质幼儿园。2017 年 9 月 27 日，

红黄蓝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。 

     

【财务数据透视】 

   2016年公司营收 3578.50万元，同比增长 42.94%，直营园课时收入占比 89.80%，

加盟费收入占比 10.18%；净利润 1053.51 万元，同比增长 42.71%；经营活动现

金流净额为 1453.27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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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图表 3：爱乐祺财务摘要 

 

资料来源：公司公告、新三板智库 

 

图表 4：爱乐祺营收结构 

类别/项目 2015 年收入金额 占营收比重 2016年收入金额 占营收比重 

课时收入 2,498.17 100% 3,213.50 89.80% 

加盟费 - - 364.19 10.18% 

其他业务收入 - - 0.80 0.02% 

合计 2,503.40 100% 3,578.50 100% 
 

资料来源：公司公告、新三板智库 

 

【点评】 

我国早期教育培训服务行业没有被纳入到幼儿园的管理体系，也没有被教育

部门纳入其监管范围之内，行业准入门槛较低。经过多年发展，目前行业竞争激

烈，行业中已经出现了一些知名度和消费者信任度较高的优势品牌。爱乐祺虽然

成立时间较晚，门店数量较少，但通过深度经营提升单店坪效，公司获得了高于

同行业的利润率水平，2016年公司毛利率 58.71%，净利率 29.44%。在直营门店

的基础上，公司也开始尝试加盟扩张，从而提升公司的市占率和品牌知名度。公

司目前的业务以福建和北京两地为主，虽然北京地区市场空间较大，但面临的市

场竞争压力也较大。而福建市场作为爱乐祺的大本营，未来有望成为业绩提升的

突破口。公司目前在已经在福建省莆田市设立 2家直营幼儿园，未来幼儿园业务

值得关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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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  

本报告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，但新三板智库不对其准确性和完整性做任

何保证。本报告所载的观点、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新三板智库于发布报告当日的

判断。该等观点、意见和推测不需通知即可作出更改。在不同时期，或因使用

不同的假设和标准、采用不同分析方法,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观点意见及

推测不一致的报告。  

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，并不构成新三板智库对所述证券买卖的出

价或询价。本报告所载信息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，且并未考虑到个别投资者特

殊的投资目标、财务状况或需求。不对因使用本报告的内容而引致的损失承担

任何责任，除非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。客户不应以本报告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

根据本报告做出决策。 

本报告版权归新三板智库所有，新三板智库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，未经

新三板智库事先书面许可，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、复制、发表

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。如征得新三板智库同意进行引用、刊发的，需在允

许的范围内使用，并注明出处为“新三板智库”，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

原意的引用、删节和修改，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及法律责任由私自翻

版、复制、刊登、转载和引用者承担。 


